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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开通2条美兰机场
至市区夜间公交专线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见习记者操文）记者
从海口市交通局运管处获悉，海口市公交集团将
临时开通2条海口美兰机场至市区夜间公交专
线，以保障春运期间海口美兰机场的夜间出行。

海口美兰机场至钟楼线路，往程：新大洲大
道、凤祥西路、龙昆南路、滨海大道、长堤路。返
程：按原线路返回。

美兰机场至泰龙城线路，往程：新大洲大道、琼
州大道、海府路、海秀东路、大英西路、大同路。返
程：按原线路返回。运营时间为22：00至次日2：00。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吴晓笙

当下，正值海南省2016年两会召开，
扶贫成了代表、委员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之
一。去年，作为“十二五”的收官之年，我
省扶贫工作成效显著、亮点频出，探索出
了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扶贫路子；今年，
则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我省扶贫工作
亟待再次发力，打好脱贫攻坚第一仗。

摸清楚“扶持谁”，看清楚“扶什么”，
想清楚“怎么扶”，在整个“十三五”期间，
我省在提出十大精准扶贫措施的同时，
还将400个扶贫调查小组保留下来，以
便动态掌握贫困人口变化。

基础设施建设夯实脱贫基础

“想进去不容易，想出来更难，还谈

什么发展？”省扶贫办主任吴井光说，“路
不通，财不通。”是我省许多贫困地区脱
贫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交通基础设施的
落后，既让当地的出行条件长期得不到
改善，也严重制约了当地的发展。

发现“顽疾”就要针对性“诊断”，十
二五期间，我省不断加大投入资金，用于
改善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现状。968
公里乡村道路、28座桥梁、916个涵洞如
毛细血管般蔓延全省，解决了50多万人
的行路难问题。同时兴建的266宗饮水
工程、水利工程，让21.77万多人饮水难
和6万亩农田灌溉难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2万平方米的文化设施建设改变着
贫困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共计4.85亿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首先疏通的是贫
困地区的发展经络，一路通而路路通，伴

随基础建设“毛细血管”输送而来的，是
一粒粒饱含活力的发展种子。

特色产业布局铺平致富道路

如果说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实施精
准扶贫打下基础，那为贫困地区布局一
个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则将是驱动其
奔小康的核心动力。

在十二五期间，全省共有300个村
庄实施了整村推进扶贫，改善生产生活
条件的同时也培育出了适合当地发展、
带动当地致富的特色产业，摘掉了“穷
帽”，也祛除了“穷根”。

儋州市光村镇探索雪茄产业发展蒸
蒸日上、定安县龙门镇通过“合作社+”
模式发展养殖业带动脱贫……在过去这
5年，我省通过5.66亿元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投入，扶持贫困地区农户发展种养
业，包括种植和管理橡胶、槟榔、绿橙、芒
果和瓜菜等经济作物及热带水果55万
亩、家畜8万头、养蜂2.5万箱、家禽900
万只、海淡水养殖3900多万尾，累计25
万户116万人次受益。

此外，通过财政扶贫贴息资金8750
万元，引导带动小额信贷资金19.8 亿
元，扶持贫困地区种植业、养殖业覆盖贫
困农户达45万人次。通过龙头企业的
带动，我省贫困地区逐步形成了以种养
业为主的支柱产业，农村产业结构得到
调整，贫困户收入的增加，也为今后扶贫
开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打组合拳巩固提升奔向小康

1 月 15 日召开的全省扶贫工作

会议上，我省明确提出了“十三五”
期间脱贫攻坚的十大措施。作为

“三年脱贫攻坚，两年巩固提高”规
划的开局之年，我省在今年的扶贫
工作中加大了投入，同时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针对我省实际，结合‘十二五’期
间扶贫开发总结的经验，为‘十三五’定
下了十项精准扶贫措施。”省扶贫办主
任吴井光说，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发展
乡村旅游脱贫、发展电子商务脱贫、引
导劳务输出脱贫、加强教育和文化建设
脱贫、实施卫生健康脱贫、实施科技、人
才引领脱贫、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脱贫、
实施生态移民、生态补偿脱贫、实施社
会保障兜底脱贫，十项措施条条精准，
针对性极强。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对症下药，从“病根”入手做到药到病除

我省扶贫措施条条精准

海口火车站
设便民医疗点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记者侯小健 通讯
员周金丽）今天上午10时20分，一准备乘坐出岛
客列的旅客许女士来到设于海口火车站的便民医
疗点。“医生，我感觉头有点疼，不知是不是要感冒
了，能否给我开点药？”“好的，吃点药看看。”这是
海口火车站春运服务旅客的温馨一幕。春运期
间，海口火车站为旅客提供系列细微贴心服务，着
力打造人文春运。

“为旅客提供细微贴心服务，目的是让旅客感受
到旅途的温馨。”海口火车站负责人李慧群如是说。

为确保旅客温馨出行，海口火车站在售票大
厅设立了便民服务台，免费为旅客提供信封、针线
盒等，为广大旅客提供亲情服务。同时，该站还在
候车厅设立了便民医疗点，由一八七医院的医生护
士坐诊，为过往旅客义诊，免费提供感冒药、肠胃药
等药品。该站还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开
启“爱心通道”，主动为重点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海口春晚录制成功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见习记者尤梦瑜）昨

天晚上，“海航地产·唤醒春天”——2016海口“双
创”暨春节联欢晚会在海口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
成功录制。

2016海口“双创”暨春节联欢晚会是一场以
“双创”为主旋律的主题春晚，在为现场观众奉上
文化艺术盛宴的同时也为海口市全面、深入地营
造了“双创”氛围。

整台晚会分为“首善之城”、“真善之人”、“至
善之魂”3大版块。近两个小时的晚会中，开场节
目城市群艺贺岁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窗口单
位情景秀《你好·海口》、歌舞《诚信礼仪少年说》、
民歌联唱《采槟榔》和《久久不见久久见》等多个节
目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掌声。由海口市全国道德模
范及身边好人代表作为宣誓人进行的《双创宣誓
礼》获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与称赞。12位海口
广电双创频道主持人与现场观众喜迎新春，敲响
新年钟声。

据悉，本台晚会将于2月6日晚8点在海口广
播电视台电视一套首播。

海汽增设17条班线
赢得旅客点赞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侯小健）今天下
午，祖籍广西的旅客袁加博与家人在海口港口车
站登上了开往广西忻城的省际客车，高高兴兴回
老家过年。“今年海汽新开通了往广西忻城的省际
班线，我们回老家更方便了，不用再转车了，一票
到家，省心省力！”袁加博一脸兴奋。

今年春运，海汽集团增设了17条省内、省际
汽运班线，极大方便了旅客出行，此举赢得了广大
旅客点赞。

据了解，为方便旅客返乡过年，今年春运，海
汽集团新增了海口至广西百色、海口至广西横县、
海口至广西灵山、海口至广西陆川、海口至广西博
白、海口至广西兴业、海口至广西贵港、海口至广
西北流、海口至广西忻城等10条省际汽运线路。
另外，还新增了临高新盈至文昌清澜、万宁奥特莱
斯至三亚、琼海至白沙、文昌至罗豆、文昌至公坡、
海口至定安中瑞农场等7条省内班线。旅客在海
汽所属的汽车站均可购票。

大年初五至初八
进岛火车票较紧俏
郑州上海往海口尚有余票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侯小健）“我本
想在网上订张大年初六从西安回海口的火车票，
没想到票都售完了，火车票真紧俏！”在海口市某企
业供职的刘海涛一脸无奈。记者今天登录12306
网站查询余票信息发现，大年初五至初八进岛火车
票较紧俏，郑州、上海至海口车票相对充裕。

今天17时，记者登录12306铁路客服中心网
站查询发现，今年2月12日至2月15日（ 大年初
五至初八），北京、长沙、哈尔滨、西安至海口火车
票已售完。郑州、上海至海口尚有余票。上海至
海口余票相对较多，大年初五，余1张软卧、74张
硬卧和93张硬座票；大年初六，余7张软卧、87张
硬座票；大年初七，余20张软卧、109张硬卧85张
硬座票；大年初八，余23张软卧、128张硬卧79张
硬座票。

郑州至海口客列，大年初五，余95张硬座票；
大年初六，余1张软卧和66张硬座票；大年初七，
余2张硬卧和99张硬座票；大年初八，余1张硬卧
98张硬座票。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罗孝
平）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南海网
承办的2016年第三届海南年货展今天
在海口世纪公园（世纪大桥下广场）开
幕，正式开启8天“一站采购、一包带
走”的年货采买盛会，首日就吸引了3.8
万人次逛展购物。

“好运挡不住，我中一等奖啦！”今
天下午，2016年第三届海南年货展抽
奖环节现场，幸运观众王春梅兴奋地叫

道，首日的大奖“丽星邮轮天秤星号三
天两晚越南游船票”得主就此诞生。伴
随着抽奖环节的到来，第三届年货展首
日的热闹氛围达到高潮。

“我和朋友一起来逛年货展，每个
人都买了一百多元的年货。她提前回
去了，我就在这里等着，刚才二等奖和
四等奖是代替她领的，没想到一等奖是
我，我可以去坐邮轮啦，太高兴了！”大
奖得主王春梅激动地说道：“海南年货

展办得很好，我以前每年都来，年年关
注，希望你们越办越好！”

据了解，此次抽奖共设置了六个
奖项，共 16 个奖品，它们分别为：六
等奖 10 名，可获得由 A94 号展位提
供的生态农谷米 1kg；五等奖 1 名，
可获得由环球雅思提供的环球雅思
2000 元留学中介服务费代金券；四
等奖1名，可获得由环球雅思提供的
环球雅思500元课程代金券；三等奖
2名，可获得由海南华亿兄弟贸易公
司提供的价值 238 元华山论剑西凤
酒一瓶；二等奖 1 名，可获得由环球
雅思提供的环球雅思任意大班课程
3次体验券；一等奖1名，可获得由康

泰国际旅行社提供的价值1699元的
“丽星邮轮天秤星号三天两晚越南游
船票”。

在这里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2016年第三届海南年货展，于1月28
日至2月4日在海口世纪公园（世纪大
桥下广场）火热进行，展会为期8天。
组委会每天都会送出惊喜大奖，将会在
每天15：00准时在主舞台进行抽奖环
节，市民只要在单个展位消费满100
元，即可向商家索要奖券一张，并在每
日抽奖开始前，把抽奖券投至位于舞台
后方的现场组委会抽奖箱内，抽奖时间
一到便在舞台举行现场抽奖，当场公布
获奖名单。

海南年货展首日吸引3.8万人次
首日大奖“三天两晚越南游船票”得主诞生

三亚150名志愿者
服务全国旅游现场会

本报三亚1月28日电（记者黄媛
艳 实习生陈军）为迎接春节黄金周及全
国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现场交流会的
顺利举办，三亚聘请150名志愿者，会务
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基本妥当。

今天，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王晓峰一
行先后视察三亚红树林度假世界和南山
景区，全面检查全国旅游市场秩序整治
工作现场交流会的筹办情况及黄金周旅
游景区安全生产备战情况。在南山景
区，王晓峰一行细致检查南山寺、108米
海上观音、入口检票处等人流密集区域
的安全生产状况，认真听取景区负责人
关于旅游旺季运营监管的情况汇报。

全国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现场交
流会将于2月1日在三亚召开，目前三亚
已基本做好会议举办的各项准备工作。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陈怡）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海航集团年度表彰
大会暨首入世界500强庆典获悉，海航
集团将通过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未
来的10年投入10亿元用于海南省生态
保护和扶贫开发，助力海南生态文明建
设和绿色崛起。

创业23年，年均增速38%

海航集团是海南本土成长起来的
优秀企业，它的创立、壮大与腾飞，一直

伴随着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的发
展成长。创业 23年，海航从 1000万
元、10多个人起步，年均增速38%，3倍
于同期世界500强平均增速。

一组来自海航集团的数据显示：23
年来，海航收入规模从1993年的1.17
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1881亿元，翻了
1600多倍。总资产从1993年的 12.4
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017亿元，翻了
近500倍，加上金融类资产，资产规模
近万亿。2015年7月，海航集团首次跻
身世界500强，位列第464位。

目前，海航实现了从地方航空公司
到全国航空企业集团、从航空企业集团
到现代服务业综合运营商、从国内企业
集团到世界级品牌与企业多重转型，成
功打造了集航空旅游、现代物流、现代
金融三大产业链于一体的产融结合、虚
实互动的创新模式。

服务海南，解决2万余人就业

业务拓展的同时，海航始终不忘扎
根海南，以实际行动回报海南人民的支

持。2015年，海航集团在海南直接提
供就业岗位超2万余个、省内工程开工
建设面积超772万平方米、海口美兰机
场和三亚凤凰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均超过
1600万人次。在纳税、投资、飞机引进
等多个方面均较往年有大幅提升，超额
完成年初计划，为海南发展再添佳绩。

为助力国际旅游岛建设，推动旅游
行业发展，海航集团去年在我省引进飞
机44架。其中，在海南报关进口30架；
经大力协调属地海关，通过租赁贸易方
式调整，将在北京、天津、重庆、昆明、福
州、乌鲁木齐报关进口的14架飞机贸
易额调整至我省。

同时，海航集团在我省成立飞机租
赁公司，在海口保税区完成第一批10
家飞机租赁公司的注册工作，同时完成
引进2架飞机的租赁引进工作，飞机总
价达到16亿元人民币，填补了我省飞
机租赁业务的空白，后续飞机引进将依
法优先选择海口保税区进口。

今后，海航集团计划积极筹建三沙
航空，全力推进美兰机场二期、美兰临
空产业园、三亚新机场、博鳌机场等重
大项目建设，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建设国际旅游岛、国家“一带一路”桥
头堡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致力慈善，23年捐约90亿

23年来，海航积极为人类和平发展
做出了贡献，海航在国内外运营“光明
行”、“至善井”、“送爱回家”等明星公益
项目，为青海、西藏及非洲马拉维、津巴
布韦、莫桑比克等地6000余名白内障
患者送去光明；参与“尼泊尔救援”、“利
比亚撤侨”、“威马逊重建”等国内外慈
善捐赠活动50余项，累计向社会及个
人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超90亿元。

海航集团10亿元
支持海南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

我省孕产妇、婴儿和5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降至历史最低值

达到我国东部地区
平均水平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马珂）孕
产妇、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反映妇
女儿童健康状况的核心指标，反映出一个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据
了解，“十二五”期间，随着政府投入不断加
大、公共卫生项目深入实施，我省孕产妇、
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呈现稳步下降
趋势，2015年降至历史最低值。

据了解，我省孕产妇死亡率从2010
年的 24.74/10 万降至 2015 年的 10.2/
10 万，降幅达 58.77%；婴儿死亡率从
2010 年 的 13.25‰ 降 至 2015 年 的
6.03‰，降幅达54.49%；5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从2010年的17.28‰降至2015年
的8.02‰，降幅达53.59%，均提前达到
妇女儿童发展纲要规划目标要求，基本
达到我国东部地区平均水平。

1月28日晚上，海航集团年度表彰大会暨首入世界500强庆典在海口举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邝必晟 摄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陈颖）不断改革，跨越发展。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省供销合作联社一
届七次理事会获悉，全省供销社系统去
年销售额达到85亿元，比”十一五”末
增长2.69倍。

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海
南供销社系统深化改革，多项经济指
标实现两位数增长：农资全年销售总
额18.7亿元，同比增长11%；农副产品
销售总额23.5亿元，同比增长33.3%；
日用消费品零售额36.8亿元，同比增
长6.4%；再生资源销售总额2.9亿元，

与去年同期持平；烟花爆竹销售总额
3.1亿元，同比增长14.1%。全年完成
销售额85亿元，利润4800多万元，比

“十一五”末分别增长 2.69 倍和 3.47
倍；资产总额27.27亿元，比“十一五”
末增长1.5倍。供销社系统为农服务
能力进一步增强，成为服务全省“三
农”主力军。

据了解，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供
销社的改革发展，给予多项优惠政策，
如批准建立以供销社为主体的农村合
作金融体系；对供销社土地开发缴纳
的税费，返还给供销社，作为改革发展

和网络建设资金；供销社内部企业资
产过户，不视为交易，免征交易税；把
供销社建设区域物流城、商贸中心、农
批市场等重点项目，列入海南省十二
大产业发展规划；支持供销社组建农
合会，建设为农综合服务中心等各类
服务网点等。

省供销合作联社主任简纯林说，
2016年是全面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
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十三五”开局之
年，全省供销社系统将根据省委省政府
的部署，实施“三个六”发展战略：加快
建设日用品、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再

生资源、电子商务、烟花爆竹连锁经营
等六大流通网络，实现实体与网络、线
上与线下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农民生产
服务、社区综合服务、农民技术培训服
务、社有资产监管服务、农村金融服务
和各类涉农经济组织服务等六大服务
平台；整合社有企业经营资源，推进社
有企业并购重组，组建农产品运销集
团、天润粮油集团、海供贸易集团、再生
资源企业集团、农业社会化服务集团等
六大产业集团，力争全系统年销售额达
到93.5亿元，全方位提升供销社服务

“三农”水平。

海南供销社年销售额突破80亿元春节去三亚
逛旅游地产嘉年华

本报海口1月 28日讯（记者周月
光）今年春节来海南度假旅游，有个地方
不去可能会觉得遗憾：2月10日至12
日，三亚鸿洲时代海岸大象广场，第八届
中国（三亚）国际旅游地产博览会将上演
一场新春嘉年华。

“海南（三亚）春季房地产交易会，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连续举办7届，满足了国
内外游客一站式看房购房的需求，有力促
进海南楼市的销售，成长为全国性有影响
的春季房地产会展品牌。”第八届中国（三
亚）国际旅游地产博览组委会有关负责人
苏勇说，为增加交易会的旅游观赏功能，
更好地促进房地产销售，组委会决定把交
易会全面升级，改为“中国（三亚）国际旅
游地产博览会”，目的是面向国内外游客，
为三亚打造一个旅游新亮点。

据介绍，与往年房产交易相比，第八
届中国（三亚）国际旅游地产博览会一改
往届单纯房地产展示与交易的做法，将
呈现三大新亮点：一是举办地点为三亚
鸿洲时代海岸大象广场及游艇街，这里
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奢侈生活方式品牌文
化交流展——海天盛筵固定举办场地，
云集国内外高端游客；二是展会内容丰
富多彩，除各种档次的楼盘外，还有各种
豪华汽车、名贵游艇展出，组委会还举办
文玩收藏品展名家鉴宝活动、海南各市
县特色美食展、黎苗风情歌舞表演、比基
尼美女沙滩走秀等活动；三是举办“满天
红丝巾 礼从天降”活动，凡到场观展的
游客，只要对展品集满二十个赞，即获得
组委会赠送的精美红丝巾一条。

目前已有130多个特色楼盘报名参
展。


